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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迷茫填志愿：不问兴趣问校长
因为缺少职业规划，不少考生和家长挑学校选专业时犯了难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10日，高考录取正在有
序地进行中，随后将进行本科
一批征集志愿和本科二批一志
愿的填报。每当这个时候，不少
考生和家长都在忙碌，主要忙
在报哪个大学哪个专业，有的
直接干脆找到高中校长，问来
问去还是一脸迷茫。

填报志愿这几天，本报高
考“ 6 7 8 录 取 吧 ”高 考 Q Q 群
(221919441)谈论最多就是报考
哪一个学校，选一个什么样的
专业。“孩子没什么特长，也不
知道以后喜欢做哪一行，现在

马上就要报志愿了，学校选定
了，专业还没选定。”“专业先放
一边，能上大学就行啊。”……
对此，烟台三中校长郭宏成也
深有体会，“有个家长问我，郭
校长，您看我孩子今年高考过
了一本线，您看报个什么学校
和专业好？我说，你回去跟孩子
讨论一些孩子的兴趣和职业规
划，再讨论报什么专业。后来这
位家长说，只要能上一本就行，
什么专业都行啊。为什么我们
现在很多人从事着自己不喜欢
的工作，就是因为孩子没有做
好职业规划，没有兴趣不可能

做出有创造性的工作，所以我
们的学校必须重视同学们的职
业规划。”

记者从市区多所高中了
解到，现在不少高中老师都赞
同“分、分，学生的命根。”的说
法。在学校，衡量一个学生好
坏的重要标准就是分数。至于
兴趣爱好、个人能力等问题，
老师都告诉学生，只有考上好
的大学，才有资格去谈这些。
对于每个学生到底适合干什
么，虽然在平时的接触中会有
感觉，但是绝对不会告诉学
生。“比如说有的学生有体育

特长，学习也好。我们肯定不
会鼓励这个学生去练体育而
不去考大学。只有学习不好的
学生，才会被鼓励去练体育、
学艺术。”一位老师说。

而在本科一批一志愿的填
报过程中，有同学就说：“高中
功课太紧张了，三年一直都把
自己埋在书本里。而填报志愿
时才发现，自己真的不知道该
报什么专业。填报志愿的这事
一般都是妈妈在张罗。”跟这位
同学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多
数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出现了

“选择无能”的现象。

省内招千余地铁生

就职青岛地铁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李楠楠)

随着国内地铁建设的推进，亟需地
铁运营人才。9日，记者了解，今年省
内青岛地铁定向委培地铁运营技术
管理人员1165名，目前部分学校报名
仍在进行中，第二批考生面试将在7

月底8月初进行。
据了解，为满足青岛地铁今后

的运营人才需求，青岛地铁集团今
年联合青岛市技师学院、四方机车
车辆高级技工学校、柳州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
院、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武
汉铁路司机学校、济南铁路高级技
工学校、齐齐哈尔技师学院等 8所
专业院校，2013年定向委培地铁运
营技术管理人员1165名。这些定向
委培生大部分将成为青岛地铁未
来的运营服务人才。目前，报名的
人数已达1400余人，首批面试已经
结束。

据介绍，今年青岛地铁招录定
向委培生有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是
生源地扩大到了全省，其次对于部
分专业的报名要求放宽了标准。此
次招收的定向委培专业包括车辆
驾驶、信号维护、供电维护、运营管
理、车辆检修、机电一体化、工建、
通信维护等 8个专业，其中车辆驾
驶专业就达 2 6 5人。未来学习结束
后，只要考试合格，这些“地铁生”
将主要到青岛地铁3号线、2号线的
运营服务和技术岗位就业。

据了解，2013年青岛地铁定向委
培招生需毕业生的应届高考成绩达
到山东省专科录取分数线以上；男生
身高1 . 7米以上,女生身高1 . 6米以上；
五官端正、无口吃、普通话良好；矫正
视力表1 . 0以上(车辆驾驶、工建专业
除外)、无色盲色弱,听力正常；身体健
康,无精神病、心脏病及甲、乙类传染
性疾病病史。

目前省内院校报名爆满，部分省
外院校报名仍在继续，如果省内的应
届高中毕业生对未来青岛地铁运营
工作岗位感兴趣，可以拨打各委培学
校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咨询。第二批考
生面试将在7月底8月初进行。

格温馨提醒：

本报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烟
台)专科(高职场)院校大联展将于7月
26日(周五)上午9:00在芝罘区滨海国
际酒店2楼举行。

领票地点一 :芝罘区环山路3号
润利大厦1509室

领票电话:18663859690

领票地点二：山东工商学院西校
区9号楼国际交流学院2203

领票电话：0535-6901176

格延伸报道

“这孩子上了大学，如果专
业不合适，能不能转专业啊？”
高考之后，很多家长在讨论怎
么帮孩子填报志愿时，都会考
虑到专业问题。

这几天，驻烟高校的咨询
电话已成了“热线”。“每年都
会有很多学生和家长打电话
咨询转专业的情况。”鲁东大
学的招生老师告诉记者，从这
些问题中就能看出来，不少新
生对高校的专业了解较少，有
的追求‘热门’专业，而有的则
因为服从调剂而到了其他专
业。”

考生填报平行志愿，虽然
一志愿可以填6所院校，但是对
于每一名考生来说，投档机会
却只有一次。因为平行志愿的
这一特点，今年注定会有很多
考生为了保证能被高校顺利录
取，而选择专业服从调剂，也会
使得一部分考生去了自己并不
想去的专业，因此，高校能不能

转专业，就成了很多家长和考
生填报志愿时关注的问题。

记者采访获悉，烟台大
学、山东工商学院等都为在校
生提供辅修双专业、双学位的

机会，第二专业的学习一般都
要用周末和寒暑假的时间进
行。

虽然转专业的方式越来越
灵活，条件也越来越少，但在转

专业的过程中，学生个人的专
业素质和分数仍然是很重要的
依据。“一般转专业很难的。”一
位大二学生说，很少有转专业
的，只能期望考研了。

7月10日，烟台三中高一的
部分学生收到了一份职业规划
测评报告，里面有学生职业兴
趣、学科兴趣、性格以等内容的
分析，其中还列举了每个同学
在将来的升学中将面临的所有
106种专业方向上的适合程度
排行。

“我们在学生高一的时候
就做过职业规划。”烟台三中心
理老师徐兆军说，学生可以把
测试卷和结果保留下来，经过3

年的沉淀，高三学生心里大都
有了报考方向。

“职业规划不是明确告诉
你以后要学哪一科，是想让学

生了解自己，比如测试里有会
查看逻辑能力强还是语言能力
强，看你的气质，是急脾气还是
慢脾气，分析你喜欢做领导工
作还是研究工作，或者传统的
工作，另外职业价值取向上看
你更注重权利还是经济还是创
新。”现场正对报告进行解读的
馨立达生涯规划咨询机构的职
业规划杨雨馨说，“学生不一定
能发现自己适合干什么，但至
少能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学生
可以利用假期做职业生涯访
谈，喜欢做医生的去医院实地
看看医生都在做什么，喜欢做
记者的去报社争取实习机会。

应对

从高一就开始职业规划

一项全国调查显示，目前
大约有42 . 1%的大学生对所学
专业不满意；65 . 5%的学生表示
有可能的话将另选专业。2012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满意
度为55%，近半数大学生对自
己的就业现状不满意。另据统
计，2012届本科毕业生的工作
与专业相关度为69%。

“看看那些诺贝尔奖获得
者们，哪一个不是数十年如一
日的在研究一个问题，如果没
有兴趣怎么可以？”烟台三中校
长郭宏成说，西方发达国家一
直比较重视职业生涯的设计，
许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中早就有

“职业设计辅导”这一课程，
现在自己学校也很重视学生职
业规划。

“现在大学生为什么存在
就业择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没有一个
合理的定位，不知道自己适合做
什么。”职业规划师杨雨馨说，每
个人都有巨大的潜能，一个人
如果按照自己的潜能优势来确
定发展方向的话，最容易成功，
最容易实现自我价值，最容易
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和满足，对
社会的贡献也最大。因此，必须
科学地了解自己的潜能和优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反思

缺乏合理定位才导致就业难

无高考成绩也能赴韩留学
14日，考生和家长可到本报国际教育展上了解具体信息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双)

韩国一直是热门小语种留学国
家，新总统上任以来，韩国更加注
重与中国的经贸、教育往来。近年
来，韩国向中国的投资逐年增加，
涉足制造业、服务业、文化产业等
领域，急需大批精通中韩语言并

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专业人才。
中恒信留学副总经理张锡金告诉
记者，今年韩国大学和韩国法务
部对中国学生申请材料缩短了审
查周期，同时也缩短了签证的下
发时间。

韩国教育水平发达，学习
费用低廉。一年学费仅需2-3万
元，多所大学排名世界前列。张
锡金介绍韩国政府大力支持高
等教育，本科享受 3 0 % 至 1 0 0 %

的学费减免；研究生享受50%至
1 0 0 %的学费减免；另外还有其
他类别的单项奖学金。韩国高
等教育实行东西方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教学水平与英美等发
达国家相当。

此外，韩国今年放宽了中
国学生申请要求，只要有 1 2年
中国教育经历的学生，年龄不
超过 2 5周岁都可申请，条件优
秀者对年龄有适当放宽。留学
韩国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无需提
供高考成绩，零语言基础录取，
这对没有参加高考的同学或者
高考成绩不理想的同学来说，
无疑是利好消息。

张锡金告诉记者，韩国各
个大学都有自己的语言学院，
没有语言基础的学生可以在大

学 语 言 学 院 读 半 年 到 一 年 时
间，然后再升入专业课学习。直
接入读名校语言学院，可以零
距离体验世界名校的教学环境
和语言环境，利于学生快速进
入学习状态。

韩国大学专业设置广泛，优
势专业有经营管理、观光与酒店
经营、国际通商、游戏开发、艺
术设计、影视表演、大众传媒、
计算机、建筑工程等。重点推荐
学子就读高丽大学、西江大学、
延世大学、汉阳大学、梨花女子
大学、中央大学、外国语大学等
韩国排名前十名的优秀大学。

据了解，本届国际教育展
已经是齐鲁晚报在烟台举办的
第 8届国际教育展，届时，将有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爱尔兰、意大利、西
班牙、匈牙利、荷兰、俄罗斯、新
加坡、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新
西兰等校方代表参展。此次展
会面向家长和学生免费开放，
因场地有限，请提前预约！
展会时间:7月14日(本周日)9:00-12:
00

展会地点:芝罘区解放路中银大厦
3楼
预约电话 :18663859690

尴尬

还没填志愿呢，先想转专业了

10日下午，职业规划师杨雨馨现场为三中高一学生解析职业规划报告。 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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